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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蘭為臺灣出口排名第三位的蘭科作物，主要外銷至韓國。但過去數年，

國蘭銷韓數量不再成長，甚至呈現下降情形。因此本人於2014年7月31日至8月7
日間赴韓瞭解韓國國蘭市場現況，以及臺韓間國蘭接力栽培的可能問題。韓國近

來因經濟不景氣，且禁止公務人員收受超過30美元的禮物，花卉產值年年下降，

2014年蘭花產值為6,428萬美元，佔花卉產值之9.1%。這些數據反應出近年來我

國國蘭外銷韓國量值下降之原因。2014年韓國前兩大蘭花之產值分別為蝴蝶蘭

2,370萬美元、蕙蘭1,781萬美元。在國蘭接力栽培方面，臺灣國蘭帶水草輸韓有

利韓方節約重新上盆之人力並提高溫室週轉率，值得推行。韓國國蘭業者普遍利

用植物生長調節劑進行催花作業，但不當的藥劑使用常造成畸形花朵及花梗。目

前臺灣已開發出國蘭產期調節相關技術，將有利臺韓的國蘭接力栽培。

關鍵字：小花蕙蘭、開花調節、採收後處理技術

前言

國蘭在園藝分類上稱為小花蕙蘭，是由如四季蘭(Cymbidium ensifolium)、報

歲蘭(Cymbidium sinense)、寒蘭(Cymbidium kanran)、春蘭(Cymbidium goeringii) 
與九華蘭(Cymbidium faberi) 等不同原種蕙蘭雜交栽培所產生的蘭科植物。臺灣

所生產的蕙蘭以外銷為主，總生產面積約70~100公頃，約有70~80種栽培品種 (洪
等，2010；黃等，2012)。

國蘭為臺灣出口排名第三位之蘭科作物，主要外銷至韓國，近年來銷至大陸

之數量亦逐漸增加。過去數年銷韓之國蘭數量不再成長，2007-2012年間甚至呈

現下降情形（圖一），因此瞭解韓國國蘭市場現況，以及臺韓間國蘭接力栽培的

問題，將有助於國蘭產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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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花卉產業主要以內銷為主，其中近87%的產品用於生日、婚禮和畢業

等場合。在韓國的國內市場，花卉產品主要通過五個拍賣市場和Kyungboo的批發

商銷售。外銷則以百合、菊花和玫瑰為大宗，日本為主要之外銷國家，其他則如

俄羅斯、美國、加拿大、杜拜和歐盟等地區(FAO, 2011)。
根據2009年韓國食品、農業、森林和漁業部門的統計，韓國的蘭花生產面積

為253公頃，佔該國花卉生產總面積的4%，其產值為107,635百萬韓元，佔全國花

卉生產總值之14% (Park, 2010)。2011年蘭花生產面積為213公頃，佔韓國花卉生

產總面積的3.1% (Park, 2012)。
韓國基於天候因素，國蘭的栽培較臺灣精緻，因此其產業發展及流行趨勢值

得臺灣參考借鏡。在農糧署經費支助下，本人於2014年7月31日至8月7日赴韓國

蒐集各項蘭花產業資訊，期間拜訪韓國重要的國蘭栽培業者，瞭解花卉拍賣市場

及零售花市中，國蘭銷售情形以及韓國人對蘭花的消費習慣，並赴相關大學及研

究機構瞭解其研究成果。以下對韓國市場之描述主要係根據2014年考察之實際情

形及當時可取得之統計數字（如aT 花卉聯合市場）撰寫，但部分資料則已更新至

2015年8月韓國官方公布之2014年產業統計[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Rural 
Affairs, South Korea (MAFRA), 2015]。

韓國國蘭產業現況及臺韓接力栽培

受中華文化之影響，韓人也能欣賞「松竹蘭梅」之風骨氣質。國蘭為具香花

的觀葉植物，韓人喜愛國蘭之流線型葉姿，認為它可令人心神平靜。因此，國蘭

是祝賀升遷等場合受歡迎的高貴禮物，也是節慶的重要用花，故主要需求旺季為

2月、8月及年底。

韓國近來因經濟不景氣，再加上各種意外（如重大交通災難事件）頻傳，造

成消費低迷。另外約自2010年起，政府禁止公務人員收受超過30美元的禮物，也

影響了花卉的利用，因此近年來花卉生產量值均呈現下降趨勢(MAFRA, 2015; 圖
二)。2014年花卉之栽培面積為6,222公頃，產值為70,470萬美元（為閱讀理解方

便，本文以美金為單位，就2014年考察當時匯率計，1美元約等同1,000韓元）。

比較韓國花卉生產資料與臺灣外銷韓國國蘭實績，臺灣近來國蘭外銷衰退趨勢

與其花卉產業景氣趨勢相似，因此主要係受韓國經濟不景氣所影響。2013-2014
年，臺灣國蘭銷韓已見回升（圖一）。

2014年韓國蘭花產值6,428萬美元，佔花卉總產值的9.1%。蘭花是韓國最重

要的盆花作物，其產值大於菊花（1,014萬美元）、玫瑰（159萬美元）等。而

其花卉外銷作物之前三名依序為百合（1231萬美元）、玫瑰（781萬美元）及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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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746萬美元），花卉外銷量值不高，因此蘭花係以內銷為主。韓國主要蘭花

種類為蝴蝶蘭及蕙蘭（包括國蘭及東亞蘭），產值分別為2,370及1,781萬美元

(MAFRA, 2015)。蕙蘭類之生產量值變化與花卉產業趨勢相似，自2007年來均呈

下降趨勢：2007年栽種面積達最高點，為132公頃（產值3,393萬美元），2014年
栽種面積減少至69.5公頃（圖三）。韓國生產的國蘭多進口自臺灣，其進口業者

與臺灣的出口業者多年來保持良好的合作關係。與多位業者討論結果，他們認為

自中國進口的國蘭數量約僅佔5%。韓國東亞蘭的主要標的市場為中國，多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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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近十二年臺灣國蘭與蝴蝶蘭外銷韓國之金額

Fig. 1. Export value (10,000 USD) of Taiwan's oriental cymbidium and phalaenopsis 
to South Korea in the past 12 years

圖二、近十二年來韓國花卉作物之栽種面積及產值

Fig. 2. The production area and production value of floricultural crops in South 
Korea in the past 1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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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銷花之用。但近來因習近平的禁奢政策，東亞蘭外銷中國受挫，農民種植意願

偏低，有些改種其他花卉。

此次參訪亦赴aT 花卉聯合市場 (aT Flower Marketing Center)，瞭解蘭花在韓

國銷售之情形。aT 花卉聯合市場為韓國最大花卉拍賣市場，佔地 69,885平方公

尺，自1991年開始營運，有4,200 位農民業者供應花卉產品，批發商400餘位。其

蘭花拍賣在星期一及星期四進行，蘭花送至拍賣市場後，市場人員會對產品進行

分級並給予拍賣編號，買主可提前至展示場查看品質，拍賣後可依買主名單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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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近十二年來韓國蕙蘭之栽種面積及產值

Fig. 3. The production area and production value of cymbidium in South Korea in 
the past 12 years

圖四、2011-2013年 aT 花卉聯合市場蝴蝶蘭、國蘭及東亞蘭之交易量

Fig. 4. The wholesale volume of phalaenopsis, oriental cymbidium, and tropical 
cymbidium in the aT Flower Marketing Center, 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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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貨。aT 職員經常拜訪供貨業者，幫助供貨者瞭解市場需求及買主對品質的要

求。

韓國50%以上的國蘭經此拍賣市場銷售，因此各項統計資料具代表性。2011-
2013年aT 花卉聯合市場拍賣的蘭花數量，以蝴蝶蘭居冠，每年交易量在400萬盆

之譜，近三年來呈穩定上升之趨勢。國蘭之年交易量約74萬盆，近三年來為持平

態勢。東亞蘭之交易量偏低，約23萬盆（圖四）。三年來蝴蝶蘭之平均交易單價

為4.9美元、國蘭則為10.6美元、東亞蘭11.3美元。而個人在拜訪aT 花卉聯合市

場的當日（2014年8月4日），蝴蝶蘭拍賣之實際單價約在 4-7美元，國蘭依品種

不同在12-16美元，拍賣市場人員表示，2014年的蘭花拍賣價格較往年為高。在

aT 花卉聯合市場，蘭花年交易值變化趨勢方面，其結果與交易量相似，蝴蝶蘭為

1,951萬美元、國蘭 785萬美元、東亞蘭 256萬美元（圖五）。而各種蘭花的拍賣

量隨月份變化，以年底交易最為熱絡（圖六）。其中東亞蘭之開花有低溫需求，

因此5-9月之供貨量幾近於零，因此統計上單價為0（圖六、圖七）。而國蘭在自

然花期9-10月間，拍賣之單價偏低（圖七）。

隨著都市化的發展，城市中居住及辦公的空間常越形侷限，因此小型盆花的

需求必然漸次增加。以國蘭而言，小型葉藝品種（如春蘭及小型報歲蘭）在韓國

受到歡迎，有一定的市場，但臺灣銷韓多屬大型品種，因此一些與臺灣合作的業

者亦抱怨臺灣銷韓品種有少樣化之趨勢，未能提供韓方在小型國蘭方面的需求。

在此次參訪，不少蘭園均有栽培小型之國蘭，其品種來自韓國的組織培養業者；

圖五、2011-2013年 aT 花卉聯合市場蝴蝶蘭、國蘭及東亞蘭之交易值

Fig. 5. The wholesale value (10,000 USD) of phalaenopsis, oriental cymbidium, and 
tropical cymbidium in the aT Flower Marketing Center, 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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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aT 花卉聯合市場2013年各月份蝴蝶蘭、國蘭及東亞蘭之交易量

Fig. 6. Monthly wholesale volume of phalaenopsis, oriental cymbidium, and tropical 
cymbidium in the aT Flower Marketing Center in 2013

圖七、aT 花卉聯合市場2013年各月份蝴蝶蘭、國蘭及東亞蘭之交易單價

Fig. 7. Monthly wholesale price (USD/pot) of phalaenopsis, oriental cymbidium, 
and tropical cymbidium in the aT Flower Marketing Center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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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蘭園專事春蘭類（含種間雜交）的育種。小型國蘭因植株迷你，所佔用

的溫室空間少，因此單株的設施生產成本低，售價卻不比大型品種低，有相當的

優勢。以「黃金江」為例，栽培期三年，每株售價達18-20美金。因此臺灣值得

開發此類品種，迎合市場變化，拓展國蘭銷韓數量。

在臺韓國蘭接力栽培方面，部分植株採帶水草介質方式海運輸韓，到達韓國

植株品質極佳（圖八），經短期馴化即可出售，大大提升溫室之週轉率，是未來

臺韓接力栽培值得加強及著力之方向。裸根運輸之國蘭植株，由於抵韓後栽種人

力之限制，只能分批少量進口；而帶介質運輸因不需進行換盆工作，則可以大批

進口。由於臺灣的勞力成本低於韓方，若在臺灣先換盆後出口，可節約韓國業者

原有之換盆成本。帶介質蘭株可利用海運運輸，運輸成本的節約等同韓方業者利

潤的增加，因此未來可加強此種合作模式，並進行相關的生理研究。但個人認為

最佳之接力方式，可借鏡蝴蝶蘭帶介質外銷模式，以水草種植數月後直接外銷至韓

國，而非現今於出口前進行換盆，以減少換盆後所需的恢復期，並提升產品品質。

韓國國蘭業者普遍使用植物生長調節劑來進行催花作業，但絕大多數業者

不當使用植物生長調節劑，常造成花朵及花梗的畸形（圖九）。此種情形主要是

因末端販售者及消費者喜歡帶多梗的國蘭植株，但生產業者及販售者並不重視花

梗之品質及花序之壽命。有些業者甚至認為送禮者並不會直接看到所訂購之蘭花

禮盆，而即使花序品質不佳，受禮者仍會覺得開心，且植株仍可做為觀葉植物之

用。但事實情形未必如此，aT 花卉聯合市場常收到消費者抱怨國蘭之花序品質不

圖八、韓國業者自臺灣進口帶水草介質之國蘭植株，商品品質極佳。國蘭抵韓後

馴化數週即可上市販售，大大提高溫室之週轉率

Fig. 8. The quality of plants which have been transported with sphagnum moss 
by sea is excellent. These plants can be sold just after a few weeks of 
acclimation, which results in a fast turnover of greenhouse be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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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或根系生長不良的訊息，顯示提升國蘭之開花品質是重要的，否則將不利國

蘭產業之長遠發展。臺韓國蘭接力栽培具命運共同體之特性，於臺灣加強套裝催

花技術之研發，將有助於國蘭在韓國末端消費市場品質之改善，增加臺灣國蘭產

品之競爭力，創造雙贏局面。舉例來說，韓國七、八月份之國蘭價格高，但韓人

現有技術不易將產期調節至此時開花，因此產調技術的開發將有利產值的提升。

為此，臺灣的業者也常嘗試以化學藥劑來調控四季蘭的開花，但總為不穩定

的催花效果及藥劑的副作用所困擾。例如每個業者所使用的藥劑濃度不同，而每

次催花的效果差異甚大。因此四季蘭的催花技術須再予精進，綜合各項因子以減

少單一方法可能的副作用，尢其化學藥劑的使用更需專家的建議，以避免藥害的

產生。

近年來，臺灣大學花卉研究室在國蘭的開花調節及採後處理已進行相當多的

研究，尤其是占外銷大宗的四季蘭。應用這些技術將有助於臺韓間的國蘭接力栽

培。四季蘭的花序屬側生花序，新生枝條(new shoot)要等假球莖發育達一定成熟

度後，才會有花芽的萌發。我們的研究顯示，花梗主要由成熟的當代假球莖基部

抽出，其次依序為第一前代假球莖、第二前代假球莖、第三前代假球莖。而營養

芽多由假球莖膨大節位以下的3-5節位產生；花芽則多由1-3節位產生，因此開花

調控在於促進這些節位的芽體萌發。

在產期調節方面，我們開發了「四季蘭花期調控套裝技術」，嘗試並整合

多種調控方法，研究出具最大催花效益的組合及施用順序，避免單一調控方法的

圖九、韓國國蘭業者不當使用植物生長調節劑來進行催花作業，常造成花朵及花

梗的畸形

Fig. 9. Deformed fl orets and infl orescences of cymbidium are commonly found, due 
to the inappropriate use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by Korean gr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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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在藥劑使用方面，我們研發多種藥劑的配合使用，得知最佳組合與施用順

序。我們也測試了施用方式與施用時機，以得最佳使用結果。由於四季蘭的開花

調控相當複雜，因此我們也評估了不同生長週期的影響、不同季節的影響、評估

不同芽位催花的成效、評估園藝操作對國蘭開花的效果。而據此開發出來的套裝

技術可促進四季蘭在非開花季節開花，增加抽梗數，可調控花期、提升商品價值

（圖十）。

而在採後及運輸環境方面，我們自2007年即開始相關研究。研究結果顯示，

無花梗之帶介質植株可以10-15℃進行貯運，天數至少可達21天。貯運後光合作

用雖然因經歷逆境而下降，但後續恢復良好。因此若以帶水草介質方式海運出

口，可降低運輸成本，同時保有良好之植株品質。四季蘭花朵對乙烯敏感，2 
μL·L-1的乙烯即會造成傷害。對國蘭盆花或帶花梗植株，貯運前處理 0.2-2μL·
L-1 1-MCP 8小時，可保護四季蘭之花朵不受乙烯之危害（陳和張，2010）。

結論

臺灣近年來外銷韓國國蘭之量值下降，主要係受到韓方經濟不景氣所影響。

雖然2014年韓國之花卉生產仍然低迷，臺灣國蘭銷韓已略有回升。韓國國蘭業者

圖十、利用臺灣大學花卉研究室所開發的花期調控套裝技術，可使四季蘭於非產

季開花，增加花梗數

Fig. 10. The fl owering of cymbidium can be regulated by the technique develop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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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使用藥劑催花，但不重視催花品質，長期而言終將影響末端之產品銷售。臺

灣開發之花期調控套裝技術，將有利臺韓間的國蘭接力栽培。另外，臺灣國蘭帶

水草輸韓可節約韓方重新上盆之人力，並提高溫室週轉率，且植株品質良好，值

得加強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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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of Korean Cymbidium Industry, 
with Emphasis on Flowering Regulation and 

Postharvest Techniques for Taiwanese-Korean 
Cymbidium Relay Cultivation

Yao-Chien Alex Chang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riental cymbidiums are an important export commodity in Taiwan and 

rank third among all our orchid exports. South Korea is the most important export 

destination for oriental cymbidiums produced in Taiwan; however, the export volume 

has leveled off and even shown some decreas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auses of those decrease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encountered with the Taiwanese-

Korean cymbidium relay cultivation, a field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31 July to 7 

August, 2014. The production area and value of floricultural crops have exhibited a 

deceasing trend since year 2007, due to the recession of Korean economy as well as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government employees to receive gifts with a value more than 

30 US dollars. The value of orchids produced in South Korea in 2014 was only 64.3 

million US dollars, accounted for 9.1% of total fl oriculture production. These statistics 

corresponded well with the decreasing trend of oriental cymbidium export from 

Taiwan to South Korea. In 2014, the major two orchids in Korea were phalaenopsis 

and cymbidium, with the value of 23.7 and 17.8 million USD, respectively. For the 

cymbidium relay cultiv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shipping cymbidium potted 

with sphagnum moss by sea container greatly reduces the labor cost for repotting the 

plants in Korea. In addition, a fast turnover of greenhouse benches is resulted, due 

to the improved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at of bare-root cymbidium. This shipping 

63

pp://krei.re.krkr/e/engn /pubblil cacation/

從韓國參訪見聞談國蘭的催花及採後處理技術從韓國參訪見聞談國蘭的催花及採後處理技術



method is suggested for the future cooperation. The Korean cymbidium growers 

commonly use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to force the cymbidium into flowering; 

however, deformed florets and inflorescences are often found on the treated plants. 

Currently, a new integrated fl owering regulation technique for cymbidiums has been 

developed by the author. Utilizing this technique is expected to benefi t the cymbidium 

relay cultiv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oriental cymbidium, fl owering regulation, postharvest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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